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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社 会环境的 复杂、教 育体 制的变 化以 及思 想的匮

在大 二阶段, 继续加 强经 常性思 想教 育, 保证 学员思 想的

乏对当代大学生来说是一个巨大挑战。特 别是大二的 学生,

正确性更是 不可 或缺。军 校本身 培养 的就是 特殊 人才, 大

他们的人生 观、价值 观正 处于 朦胧形 成时 期, 在经 历了大

二对于他们 是一 个转型 期, 有很 多不 确定的 因素, 如 果在

一教育 的 / 洗 礼0 之后, 他们不 再专 注于学 业, 思维 产生

这个 阶段不继续加强教育和引导, 后果 将很难预料。 因此,

波动而脱离大学生 本位 , 这种 / 大二 现象0 为军 校学 员的

要以科学发 展观 为指导, 以理想 信念 教育为 核心, 使 其树

教育管理增加了难度, 同时也带来了些许启示。

立正确的世 界观、人 生观 和价值 观, 明确 奋斗 的目标 和方

一、军校学员 / 大二现象0 形成的原因
( 一) 对学习生活环境的适应

向, 对自己的 人生有正确的规划。
( 二) 加强经常性管理力度, 促进学员持续发展
军校的管理非常 严格, 特 别是 在大一 阶段 , 学习 训练

学员进入大二 阶段, 对 军校的 管理、学 习以 及生 活制

的要求都比较高, 但进入 大二 后有 的队干 部在 管理力 度方

度都已基本 适应, 军 校生 活对 于他们 也不 再那么 新鲜。一

面较大一有 所下 降, 学员 的自由 度也 随之增 加。加上 对军

些在大一时 不存在的 思想 渐渐显 露出 来, 一些 原来 不敢做

校生活已适 应, 自我 要求 也慢慢 放松。这 个时 候如果 思想

的事情现在 也会去考 虑。不少 问题 也会因 为思 想上 不成熟

上没有明确 的目 标和坚 定的 信念, 很 容易就 走上 歧途。例

的认识而随之出现。

如每天的集合站 队, 从集 合的 速度 和站队 的状 态就很 容易

( 二) 内心的优越感消失

区分新老学 员, 跑步 的学 员在逐 渐减 少, 集合 的速度 也越

进入军校 的 学员 高中 时 候的 成绩 很 多都 是 名 列前 茅,

来越慢, 这就 是平 时督促 不够 造成 的。因此, 日 常管 理要

但进入了大 学后, 在 高手 林立 的环境 中逐 渐被湮 没, 许多

一如既往的高 标准严要求, 使学员从服从慢 慢转变成 自觉,

人开始变得 不自 信, 对学 习和 工作失 去了 热情, 特 别是一

只有 这样才能保证各项工作正规、健康、良性的发展。

些内向型的学生, 很容易产生自暴自弃, 放任自流的想法。

( 三) 加强学风建设, 以学习主导学员的发展

( 三) 固定的工作分配体制

在大二阶 段, 学员 很容易因为迷茫而失 去学习的 动力,

进入军校就 意味 着就 业, 不少学 员在 与学 长或老 乡的

如果置之不 理, 整个 学员 队的学 风就 会受到 影响。想 让学

交往中逐渐 了解了军 校固 有的分 配就 业形式 , 很大 一部分

习风气好 起 来, 一方 面 可以 通 过长 期有 效 的制 度来 规 范,

学员失去了 以往的学 习压 力, 加之 自身对 学习 重要 性的忽

例如干部的 跟课 查课; 与 教员的 交流 沟通; 作 业的检 查评

视, 使得学习动力大不如前, 逐渐产生厌学的思想。

比; 定期的测 验考核 等等。另 一方 面可以 通过 开展各 种与

( 四) 环境约束的局限性

学习相关的竞赛 或课 外活动 来激 发学 员的学 习热 情, 调动

军校管理的严 格 性, 行 动 的 整 体性 , 活 动 的局 限 性,

学习 积极性, 从而更 好地 投入学 习。在学 校定 期组织 的各

可能使很多 学员感觉 不到 生活的 乐趣, 特 别是 在和 地方的

类竞赛活动 的基 础上, 学 员队可 根据 自身的 特点, 针 对性

同学作过比 较之 后, 更产 生了 空虚厌 倦的 想法。他 们渴望

地组织一 些活动 , 学员通 过经 常参 与, 进步会 很明 显。另

生活中充满 激情, 但 由于 环境 的限制, 大 部分 便只 能借助

外, 对于学习 中不好 的现 象和问 题, 应根 据条 令条例 和制

游戏和恋爱来排遣寂寞, 加上自控力不 强, 在迷茫的 同时,

度坚决地处 理, 同时 加强 对学员 的思 想教育, 这样双 管齐

越陷越深, 最终落入沉沦的境地。

下, 会对学风 建设有很大帮助。

二、/ 大二现象0 对军校学员教育管理工
作的启示
分析 / 大二现象0 的产生, 根源在于 学生的思想 认识。

( 四) 加强集体活动, 培养学员责任心和荣誉感
学员的学习 生活 比 较单 纯, 学 员 队 的工 作 也较 平 淡,
如果只是一味的 按照 条例制 度进 行周 而复始 的管 理, 不仅
学员会感到 厌倦 或抵触, 管理也 收不 到预期 的效 果, 长时

他们已有的 世界观、人 生观和 价值 观所起 的作 用与 他们的

间下去, 整个 队会 变得毫 无生 气, 这 样, 学员 的学 习、训

个人阅历及 所受 的教 育密不 可分。另 外, 也是 外部 环境因

练以及思想状况 也就 可想而 知了。 定期或 根据 实际开 展一

素和内部心 理原 因综 合所致。 针对这 种现 象, 可以 从以下

些文体活 动, 让学 员去组 织、发动 和参 与, 调动 广大 学员

几方面着手:

的积 极热情, 不仅可 以使 紧张的 心情 得到释 放, 而且 能够

( 一) 加强经常性思想教育, 引导学员健康发展

把高 涨的热情和良好的精 神状 态延 续到下 一步 学习和 训练

如果说在大 一时 加强 思想政 治教 育, 提高 学员的 认识

当中 去。同时 通过参 与和 付出, 使 他们意 识到 自己的 重要

水平, 为以后的人生 奠定 坚实 的思想 基础 是必要 的。那么

性, 能够更好 地促进整个集体的团结, 增强凝聚力。

